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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记录春节期间值守者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本报记者 杨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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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刚刚结束的
春节假期还意犹未尽。 回望这个刚刚过去的
春节假期， 人们都有别样的收获、 别样的感
慨。 因为， 对于首都职工来说， 这是一个非
常不一样的春节， 也品赏到了非常不一样的
年味儿。 这个春节， 留京过年的人数创下新
高。 过节的方式方法之多， 也创下了新的记
录。 可以说， 这个牛年是北京多年以来人气
最旺的一个春节。

这个牛年春节， 首都职工是怎么过的？
他们各自品尝到了怎样的年味儿？ 午报记者
对不同行业的职工进行了贴身追访， 一起来
听听他们诉说的 “不一样的过节方式” ———

我是湖北人， 留京过年已经好多年了。 往年
过年的时候都是跟朋友聚会吃饭、 逛庙会， 每每
春节过完自己的体重总会增加几斤。 今年好了，
受疫情影响， 大家都安安分分在京过年， 陪家人
的时间多了， 过年的仪式感也强了。

此外， 因为疫情， 春节期间好多人 “舍小家，
为大家” 依然坚守在防疫一线， 让我又多了一些
感动。 熊猫摄影队是有各行各业摄影爱好者组成
的， 免费为老人拍摄摄影作品， 定格最美夕阳。
所以我也决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用镜头记录
坚守在防控一线的志愿者。

今年我和母亲一起过年， 年夜饭依然是母亲
一手操办， 各种卤菜、 蒸菜、 炒菜等20多道菜都
是我爱吃的。 当我吃上一口鲜香软糯的粉蒸肉后，
嘴巴就停不下来了。 一道好吃的粉蒸肉让我吃出
了家乡的味道， 小时候过年的场景一幕幕在眼前
浮现。

大年初四， 我拿起了相机， 开启了记录感动
之旅。 我来到怀柔区的一个镇。 这个镇一共有20
多个村， 为了让人们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年，
每个村口都安排了人员值守。 只要有人进村， 他
们都会检查出入证， 外来人员还会详细登记， 测
体温， 并且要求其扫健康宝， 工作特别细心。 这
些执勤人员中有不少是上了年纪的人， 这里的气
温比城里低， 看着他们穿着厚厚的军大衣， 站在
寒风中认真检查的样子， 很让我感动。 想想， 自
从疫情以来， 很多人都挺身而出， 他们不是不害
怕， 但是他们肩上有一份责任， 我为他们点赞，
为他们感动， 也为祖国而骄傲。

熊猫摄影队队长、北京榜样获得者

余颖

□本报记者 博雅 文／摄

星阑灼华（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职员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可
见， 古人对读书的情有独钟。 其实， 对于任何人
而言， 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让求知的人从中
获知， 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

对于我来说， 平时因为工作忙碌， 也静不下
心来读书。 春节假期， 往常是奔波在工作地和返
乡的途中， 没有一丝空闲。 今年春节， 因为疫情
我选择留在北京过年， 并给自己计划好了读书过
年。

对于读书， 有人把阅读分成有用的阅读和无
用的阅读。 所谓有用的阅读就是为知识阅读， 为
了文凭、 为了在职业中提升的阅读。 但我认为，
在生活中有用的阅读当然是重要的， 而比这更美
好的境界是无用的阅读， 就是为生命、 为成长的
阅读。 它不见得给你一个直接的文凭， 不一定给
你专业的技能， 但是它能让你的心灵辽阔， 给你
幸福感和安全感。

大年初一的午后， 读清人刘大槐的 《论文偶
记》。 上面写道： “凡文。 笔老则简， 味淡则简，

气蕴则简， 品贵则简。 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 故
简为文章尽境。”

这使我想起了 “文如其人” 的老话。 其实 ，
做人不也是如此吗？ 简单是一种美德。 在生活物
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中， 如今大街上、 职场中， 我
们总会看到一些行色匆匆、 紧张奔波的人们， 却
很难看到一张安详的面容。 简， 犹药也， 力行，
可以轻身、 正性、 清心、 明志。 简单的生活不但
可以少给别人添负担， 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心轻
松下来。

这个春节， 我在读书也在读自己。 可以说 ，
在书香中寻找生活、 品读年味， 不仅弥补了自己
平时因繁忙书读不多的遗撼， 也让这个春节走上
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给自己更加努力的力量！

宅家读书，为工作充电

孟建设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负责人

我叫孟建设， 儿子叫孟阳， 我们父子俩是北
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的负责人。 为了让环卫
工人、 保安、 社区老人过一个祥和的春节， 将近
春节前， 我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志愿服务队
留京过年的20多名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 给环卫
工人、 保安、 老人们理发、 修脚、 按摩， 还对腿
脚不方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服务了300多人。
除夕的时候， 我和儿子孟阳， 就组织留京过年的
这20多位同事， 一起吃了年夜饭， 有炖排骨、 酸
菜鱼、 蘑菇炒肉、 蒜台炒肉……一共有十余道菜，
大家共同庆祝新的一年到来。 整个晚上都喜气洋
洋的， 大家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 感觉真好。

从大年初一开始， 除了在家里聚餐， 我们也
去逛公园， 去了地坛公园、 朝阳公园， 我和几个
热爱唱歌的同事还聚在一起唱歌。 新的一年， 我
们想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出来， 就合唱了歌曲 《我
的祖国》， 嘹亮的歌声还引来了人群围观， 还有人

跟着我们一起唱， 那时大家激动极了， 看着我们
的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 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我们上了岁数的逛公园， 唱歌， 儿子孟阳就
和比较年轻的同事去看电影 ， 像 《你好 ， 李焕
英》， 他们都过去看了， 孟阳说， 这电影非常感
人。 大年初三， 孟阳和一些年轻的同事接着去看
了电影 《唐人街探案3》， 听说电影院里人特别多，
他们回来跟我讲了讲剧情， 我听着也挺不错的。

我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志愿服务队自
2000年开始， 开展修脚、 按摩、 健康咨询等志愿
服务近18万人次，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继续努力，
用志愿服务温暖更多人群！

用志愿服务为节日添光彩


